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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一天辛勞過後，當然希望睡個飽，充足和優質的睡眠可消

除疲累，恢復體力，第二天上班、上學都精神奕奕。一張軟硬適

中、承托力足夠的床褥不會令人腰酸背痛。不過床褥種類多，

價錢由千多元至數千元不等，應怎樣選擇？

本會過往多次測試雙人床褥，今次則就25款單人床褥進

行測試，結果發現一些床褥於仰臥、側臥或對腰部的承托力不

足，而6款的穩定程度表現差，均可能影響睡眠。

從美國來港後，第一張床是單人床，床褥有點硬，

美國的床則很厚、很軟；用了三年後，換了雙人床，

我喜歡較大尺寸、較軟的床褥，比較舒服。這床

褥用了五年，最近也想換了。買床褥的時候會躺

下試試，但不知哪款床褥較好？

朱
晨
麗

款單人床褥25
承托表現參差

有時候到外地工

作，睡酒店的床

也不會睡不着。

我是個貪睡的人，

每天最好可以睡 8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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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樣本的仰卧承托不足

在仰卧測試中，「睡康寧」（#4）對

兩名男女測試人員的承托均佳，表現不俗

的尚有「絲葆迪」（#1）、「澳美斯」（#3）、

「美的夢」（#17）及「Sinomax」（#22）。

部分樣本對體重較輕的女士仰卧時

的承托較差，5款樣本「雅芳婷」（#6）、

「歐化寶」（#8）、「富豪」（#15）、「貝特

詩（#21）及「夢斯藍」（#25）只有2點半評

分；對重磅男士來說，「斯林百蘭」（#2）、

「蓆夢思」（#14）及「貝特詩」（#21）3款

樣本的仰卧承托不理想，只有2點半評分或

以下。

8 款樣本對重磅男士的側卧承托較差

側卧測試顯示，「澳美斯」（#3）對男

女的承托表現都好。對於輕磅女士來說，

「絲漣」（#7）及「貝特詩」（#21）2款樣本

的承托表現較差，只有兩點半評分，其餘

樣本都有3點或以上評分。而對於重磅男

士，「斯林百蘭」（#2）、「鄧祿普」（#11）、

「宜家家居」（#13）、「蓆夢思」（#14）、

「雅蘭」（#16）、「金美夢」（#19）、「貝特

詩」（#21）及「Sinomax」（#22）8款樣本

的側卧承托表現較差，只有2點半評分或以

下，較不理想。

測試結果顯示部分床褥樣本仰卧時

承托較佳，但側卧時卻不太好，有部分則

仰卧或側卧的分別不太大，消費者要按自

己常用的睡姿考慮，買床褥時必須親身試

睡，感受其承托力是否符合自己體重體型

才決定。

4 款提供良好的腰部承托

結果顯示「蓆夢思」（#14）的腰部

承托表現較佳，有4點半評分，其次是「斯

林百蘭」（#2）、「宜家家居」（#13）及「貝

特詩」（#21），都有4點評分，4款樣本包

括「歐化寶」（#8）、「寶富麗」（#9）、「富

豪」（#15）及「卡撒天嬌」（#20）則表現不

如理想，只有2點評分，「愛皇寶」（#24）

更是表現欠佳，僅獲1點半評分。

舒適度測試

舒適度包括透濕、散熱和床褥的穩

定程度。

透濕

把床褥樣本擺放在37℃及相對濕度

50％的環境，將模擬人體體溫（37℃）和

濕度（99%）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面，

儀器只能透過這表面透濕，10小時後量度

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以反映樣本的透

濕能力。

測試 25 款單人床褥
本會聯同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委託歐洲一所具豐富床褥測試

經驗的實驗室測試了25款厚薄不一的單

人床褥，樣本的長度和闊度分別為183至

192厘米及90至93厘米（即長約6呎至6呎

3吋、闊3呎），量得的厚度由12.5至26.5

厘米（即約5.5吋至10吋）不等，零售價由

$1,200至$6,305，當中包括13款連鎖彈

簧（bonell spring）、3款不鎖口彈簧（LFK 

spring）及5款袋裝彈簧（pocket spring）

床褥，以及4款泡膠（foam）床褥。所有樣

本均在香港購買後運往歐洲測試。

測試項目和結果
承托力測試

檢測身體仰臥及側臥時樣本的承托

力（body support）和腰部承托（lumbar 

support）。身體承托測試分別由一名身

高1.91米、體重104公斤的男士及一名身

高1.55米、體重54公斤的女士進行。先

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卧及側卧測試，

而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重複仰卧及側卧

測試。

仰臥測試量度身體不同部位包括頭、

肩膀、身軀、臀部及足踝等令床褥樣本受

壓下陷的幅度，以及頭部、身驅等部位與

預設點的距離和角度，綜合計算出仰卧時

床褥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進行側卧測試時，先在參加測試者

的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拍攝其側卧

在床褥樣本上的照片，並量度和計算該5

點位置與床褥樣本水平形成的角度和距

離，從而計算出側卧時床褥樣本承托身體

的表現。

腰部承托測試是用兩個半球體模擬

肩膀及臀部在床褥樣本上施壓，然後量度

床褥樣本受壓下兩個半球體之間位置的高

低水平差異，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

現是否能配合腰椎的弧度。

床褥墊層物料會影響透氣、保溫和舒適度
 床褥結構分析顯示彈簧或泡膠的上下層用多層內墊物料覆蓋，其中常見的有

不同密度的泡膠（foam）、混合纖維層（fibre mat）或聚酯（polyester），部分

夾層有椰棕、羊毛或塑膠例如聚丙烯（polypropylene）；至於層數則由數層至十多

層；不同的覆蓋物料組合可改善床褥的透氣、保溫、柔軟和舒適度。

 一般來說，價格較昂貴的床褥可能用上較大量的純羊毛、天然蠶絲，甚至較

稀有的馬毛等天然物料，如厚度足夠可改變床褥的微氣候（microclimate），例如

增加保暖性或透氣度，此外，用人手裝配及車縫物料，又或床褥的面料特性（例

如平滑度或特別柔軟的手感）也可能影響售價，以致床褥價格甚為懸殊。

 值得一提的是墊層較厚的床褥在簇新時較鬆軟，使用後墊層可能遭壓實，定

期調換床褥位置或上下翻轉或可紓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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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漣 Sealy

$4,800

7
總評：★★★1

硬度：中度

歐化寶 Ulfenbo

$2,210

8
總評：★★★1

硬度：硬

寶富麗 Profilia

$1,946

9
總評：★★★1

硬度：硬

蓆夢思 Simmons

$6,305

14
總評：★★★1

硬度：中度

富豪 Vono

$1,705

15
總評：★★★1

硬度：非常硬

宜家家居 Ikea

$1,790

13
總評：★★★1

硬度：中度

彈簧床褥

金美夢 Sweetdream

$1,807

19
總評：★★★

硬度：硬

貝特詩 Bedder Zleep

$1,746

21
總評：★★★

硬度：中度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1,321

20
總評：★★★

硬度：硬

絲葆迪 Sleeprotex

$1,988

1
總評：★★★★

硬度：硬

澳美斯 Emmas

$1,767

3
總評：★★★★

硬度：硬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5,775

2
總評：★★★★

硬度：軟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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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熱

床褥 樣本擺放在0℃及相對濕 度

50％的環境下，把模擬人體體溫37℃的

儀器緊貼樣本表面，只有這接觸面可散

熱，量度10小時內維持該儀器於37℃所

需的總輸入電能，以反映床褥樣本的散熱

/保溫能力，按所得數據將樣本評為「清

涼」（cool）、「溫暖」（warm）或「正常」

紅蘋果 Red Apple

$1,393

10
總評：★★★1

硬度：硬

The Boss

$1,799

12
總評：★★★1

硬度：硬

鄧祿普 Dunlopillo

$3,600

11
總評：★★★1

硬度：中度

雅蘭 Airland

$1,698

16
總評：★★★1

硬度：中度

美的夢 Nice Dream

$1,580

17
總評：★★★1

硬度：硬

喜居樂 Hekura

$1,684

18
總評：★★★

硬度：硬

（normal）三個級別。

5 款透濕較佳  散熱表現各異

炎夏時，若床褥的透濕和散熱程度

不佳會令用者不舒服，有機會影響睡眠。

測試顯示大部分樣本的透濕程度

都不俗，其中以「斯林百蘭」（#2）、「睡

康寧」（#4）、「愛皇健」（#5）、「絲漣」

愛皇健 King Koil

$3,110

5
總評：★★★★

硬度：硬

雅芳婷 A-Fontane

$2,062

6
總評：★★★★

硬度：硬

睡康寧 Suzuranbed

$2,025

4
總評：★★★★

硬度：硬

（#7）及「愛皇寶」（#24）的透濕表現較

佳，有5點評分。

散熱/保溫方面，21款彈簧床褥中，

13款被評為「清涼」，7款為「正常」，餘

下1款為「溫暖」。4款非彈簧床褥中，3

款被評為「溫暖」，1款屬「正常」。怕熱的

人可能會較喜歡評為「清涼」的樣本，怕冷

的人則可能傾向使用評為「溫暖」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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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衞生和保養的考慮，床褥往往

會鋪上床褥保護墊、床單或床罩等床上用

品，或多或少都可能影響床褥的透濕或散

熱程度。

穩定程度

利用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在一個重

17.5公斤的物體衝擊下所引起的震動至平

息的情況，模擬樣本於人體轉身時所感受

到的影響。床褥在人體移動時若震動次數

太多，表示床褥阻尼能力（damping，即減

震能力）不足，可能影響睡眠，震動次數較

少，則部分人或會覺得彈力不足。

6 款穩定程度表現差  或影響睡眠

測試下穩定程度較佳的包括「斯林

百蘭」（#2）、「宜家家居」（#13）、「蓆夢

思」（#14）、「喜居樂」（#18）、「金美夢」

（#19）、「貝特詩」（#21）及「Sinomax」

（#22），有4點半評分，當中5款（#13、

#14、#18、#19及#21）為袋裝彈簧樣

本。6款樣本（#1、#9、#10、#11、#17及

#20）由於震動次數較多，只有1點半評分

或以下。

耐用程度測試

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 1957，將約

重140公斤的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滾動

30,000次，模擬樣本使用8至10年後的

耐用程度，檢視床褥長期重複載荷受壓

的承受能力，包括軟硬度變化（firmness 

changes）、厚度變化（height loss）、使用

後狀態及承托身體的變化。

測試後所有樣本會被切開，以檢視組

成床褥的物料的性質、層數及其主要結構

是連鎖彈簧、袋裝彈簧抑或泡膠，彈簧或

組成物料是否有耗損。

大部分可保持硬度

根據量得的硬度數據，3款樣本的評

級為「非常硬」（very hard），15款為「硬」

（hard），6款為「中度」（medium），1款為

「軟」（soft）。數據亦顯示大部分床褥樣

本在耐用程度測試後的軟硬度變化不大，

用後都大致可保持硬度；兩款樣本「愛皇

寶」（#24）及「夢斯藍」（#25）的軟硬度

數據變化頗大，雖然其硬度級別沒有因此

而改變，但隨着使用時間增加，用者會察

覺到床褥不復原先的硬度。

部分樣本遭壓實

部分床褥樣本受壓30,000次後遭

壓實，「美的夢」（#17）的厚度於測試

後減少9毫米至10毫米，「絲漣」（#7）、

「雅蘭」（#16）、「貝特詩」（#21）和「愛

皇寶」（#24）的厚度則於測試後減少7.5

毫米至8.5毫米。變化較小的是「宜家家

居」（#13）、「富豪」（#15）、「Sinomax」

（#22）、「海馬牌」（#23）及「夢斯藍」

（#25），厚度減幅都在2毫米以下。其餘

封面專題

震動次數太多，

反映床褥的減

震能力不足。

震動次數較少，部分人

或會覺得彈力不足。

穩定程度測試，用視波器檢視樣本受物件衝擊下引起的震動至回復平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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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的厚度變化介乎2毫米至7.5毫米之

間。「卡撒天嬌」（#20）測試後則發現厚

度增加，後來發現其彈簧上部分墊層在測

試後捲起，引致部分位置的厚度有變。

床褥有耗損

耐用測試後，檢視床褥樣本有沒有

耗損。結果發現「蓆夢思」（#14）、「喜

居樂」（#18）、「金美夢」（#19）及「貝

特詩」（#21）袋裝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

簧磨損，其中「蓆夢思」（#14）的程度

較輕微。

仰卧承托變化較大

經歷耐用測試後，部分樣本仰卧的

承托力下降，其中「斯林百蘭」（#2）、「雅

蘭」（#16）及「貝特詩」（#21）3款的承托

力下降相對較大，特別是承托臀部的位置

下陷較大，評分較低。側卧的承托力則所

有樣本都變化不大。

防火能力測試

參考歐洲標準EN 597-1及EN 597-2

評估各床褥樣本的防火性能，分別用3個煙

頭和小火燄引燃樣本，檢視樣本在火源熄

滅後會否繼續燃燒。

17 款防火能力較好

結果顯示，17款樣本同時通過煙頭

和小火焰兩項測試，其餘8款只通過煙頭

測試，未能通過小火焰測試。根據本港法

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而毋須

通過小火焰測試。換言之，所有樣本的防

火測試結果均符合本港法例要求，只是在

防火程度上有分別。本會加入小火焰測試

的目的正是讓消費者知悉床褥之間的防火

能力有分別。若有需要，例如較着意防火

安全，可選購通過較嚴格的小火焰測試的

型號。

外地對於家用床褥的防火規定不

一，在部分歐洲國家如法國、芬蘭、瑞典

及挪威等，家用床褥只需通過煙頭測試，

而美國對家用床褥的防火規定則非常嚴

格，必須符合美國《聯邦法典》第16卷

1633條床褥及組合易燃程度（明火）標準

及其相關規定。

長期接觸阻燃劑可能影響健康
一般來說，床褥物料可能需要添

耐用測試後，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

磨損。

慎防失火
 雖然測試的床褥樣本全部通過煙頭測試，但

消費者不應掉以輕心，要時常留意火種。

 1. 謹記不要在床上吸煙或食雪茄。

 2. 不要在無人看管下燃點蠟燭、香薰爐、

蚊香或艾灸。

 3. 不要讓小孩把玩蠟燭、火柴或打火機。
未能通過小火焰測試的樣本。

耐用測試後，樣

本 #20 彈簧上的

墊層捲起，引致

部分位置的厚度

有變。



10 443 2013 .09選擇

封面專題

加阻燃劑（flame retardants），才可提高

防火效果以至能通過小火焰測試。消費

者需留意，有研究顯示部分鹵化阻燃劑

（halogenated flame retardants）可能對

環境或人體有不良影響，例如在空氣、水、

土壤等環境中難以分解，生物攝入後易累

積於體內，在人體內可能干擾內分泌系統

或影響生長。雖然床褥會被床單、床罩等

床上用品覆蓋，但整理床上用品或調換床

褥位置時，剝落的阻燃劑會隨塵埃散落於

空氣中，有機會接觸皮膚或被吸入及積聚

在人體內，可能影響健康。

單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1]

大約
售價 
[2]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聲稱 
來源地

重量 
(公斤) 

[3]

尺寸（厘米）
[3]

承托表現 [4] 舒適度 耐用程度 [9] 防火能力 [10]

總評 
[11]

仰卧 側卧 腰部
承托 
[5]

透濕  
[6]

散熱 
[7]

穩定
程度  
[8]

硬度 
評級

軟硬度 
變化

厚度 
變化

使用後
的狀態

承托身體的變化
煙頭 小火焰

長度 闊度 厚度 女 男 女 男 仰卧 側卧

彈簧床褥

1 絲葆迪 Sleeprotex PX230護脊連鎖彈簧 Spinal Care $1,988 連鎖彈簧 中國 21.0 191.0 92.5 21.0 ●●●0 ●●●●0 ●●● ●●● ●●● ●●●● 清涼 ●0 硬 ●●●●0 ●●●0 ●●●●● ●●●●● ●●●●● ★★★★
2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俊雅 TempSmart PS 1200 Plus $5,775 不鎖口彈簧 馬來西亞 18.4 190.0 91.0 26.5 ●●●0 ●●0 ●●●0 ●●0 ●●●● ●●●●● 正常 ●●●●0 軟 ●●●●● ●●●●0 ●●●●● ●●●● ●●●●● ★★★★
3 澳美斯 Emmas Delight $1,767 連鎖彈簧 中國 17.9 190.0 91.0 15.0 ●●●● ●●●● ●●●0 ●●●0 ●●0 ●●●0 清涼 ●●0 硬 ●●●● ●●●0 ●●●●● ●●●●● ●●●●● ★★★★
4 睡康寧 Suzuranbed CEO-3 Mattress $2,025 連鎖彈簧 中國 22.5 190.0 91.5 24.0 ●●●●0 ●●●● ●●● ●●● ●●●0 ●●●●● 正常 ●●0 硬 ●●●0 ●●●0 ●●●●● ●●●●0 ●●●●● ★★★★
5 愛皇健 King Koil 護脊康健型床褥 Spinal Contour $3,110 連鎖彈簧 台灣 26.5 191.0 91.0 21.0 ●●●0 ●●●● ●●●0 ●●● ●●0 ●●●●● 清涼 ●●0 硬 ●●●● ●●●0 ●●●●● ●●●●● ●●●●● ★★★★
6 雅芳婷 A-Fontane 軟硬寶床褥 Soft- Hard Support * $2,062 連鎖彈簧 中國 20.5 190.0 92.0 15.5 ●●0 ●●●0 ●●●0 ●●● ●●● ●●●● 清涼 ●●0 硬 ●●●●● ●●●0 ●●●●● ●●●●● ●●●●● ★★★★
7 絲漣 Sealy 綽健 Fortune $4,800 不鎖口彈簧 中國 24.5 191.0 93.0 26.5 ●●●● ●●● ●●0 ●●●0 ●●● ●●●●● 正常 ●●●0 中度 ●●●0 ●●● ●●●●● ●●●●0 ●●●●● ★★★1
8 歐化寶 Ulfenbo 薄裝護脊床褥 Orthofirm Slim ** $2,210 連鎖彈簧 中國 15.5 189.0 90.5 14.0 ●●0 ●●● ●●● ●●● ●● ●●●●0 清涼 ●●0 硬 ●●●●0 ●●●0 ●●●●● ●●●●● ●●●●● ★★★1
9 寶富麗 Profilia 護脊寶 Spinal Support ** $1,946 連鎖彈簧 中國 18.8 190.5 92.5 17.5 ●●● ●●●0 ●●● ●●● ●● ●●●0 清涼 ● 硬 ●●●●● ●●●● ●●●●● ●●●●● ●●●●● 不滿意 ★★★1
10 紅蘋果 Red Apple 普普-I Popart I $1,393 連鎖彈簧 中國 14.7 191.0 91.5 14.5 ●●● ●●● ●●● ●●● ●●0 ●●●0 清涼 ●0 硬 ●●●●0 ●●●● ●●●●● ●●●●● ●●●●● ★★★1
11 鄧祿普 Dunlopillo Spring Harmony $3,600 連鎖彈簧 中國 18.9 191.5 91.5 21.0 ●●●0 ●●● ●●● ●●0 ●●●0 ●●●● 溫暖 ●0 中度 ●●●●0 ●●●● ●●●●● ●●●●0 ●●●●● ★★★1
12 The Boss 全護脊床褥 Charcoal Spinal Care $1,799 不鎖口彈簧 馬來西亞 15.7 183.0 92.0 15.5 ●●● ●●●0 ●●● ●●● ●●● ●●●●0 清涼 ●●0 硬 ●●● ●●●0 ●●●●● ●●●●● ●●●●● ★★★1
13 宜家家居 Ikea Böstad $1,790 袋裝彈簧 中國 18.7 190.0 92.0 23.5 ●●● ●●● ●●● ●●0 ●●●● ●●●0 正常 ●●●●0 中度 ●●0 ●●●●● ●●●●● ●●●●● ●●●●● 不滿意 ★★★1
14 蓆夢思 Simmons 丹佛 Beautyrest Denver $6,305 袋裝彈簧 中國 24.3 191.5 91.5 24.0 ●●●0 ●●0 ●●● ●●0 ●●●●0 ●●●● 正常 ●●●●0 中度 ●●●● ●●●●0 ●●●● △ ●●●●● ●●●●● ★★★1
15 富豪 Vono 輕脊型 Slender Supporter $1,705 連鎖彈簧 馬來西亞 14.6 190.0 91.5 13.5 ●●0 ●●● ●●● ●●● ●● ●●●●0 清涼 ●●0 非常硬 ●●●0 ●●●●● ●●●●● ●●●●0 ●●●●● ★★★1
16 雅蘭 Airland 薄裝奧迪護脊床褥Care-O-Pedic $1,698 連鎖彈簧 中國 17.7 190.0 91.0 18.0 ●●● ●●● ●●● ●●0 ●●● ●●● 正常 ●●0 中度 ●●●●● ●●● ●●●●● ●●●● ●●●●● ★★★1
17 美的夢 Nice Dream 之寶護脊床褥 Fortune $1,580 連鎖彈簧 中國 23.1 190.5 91.0 22.0 ●●●0 ●●●●0 ●●● ●●● ●●0 ●●●●0 清涼 ●0 硬 ●●●●0 ●●0 ●●●●● ●●●●0 ●●●●● 不滿意 ★★★1

18 喜居樂 Hekura 竹纖維超護脊獨立彈簧床褥 
Bamboo Back Care $1,684 袋裝彈簧 中國 25.0 190.5 92.0 21.5 ●●●0 ●●●0 ●●● ●●● ●●●0 ●●●● 清涼 ●●●●0 硬 ●●●● ●●●●0 ●●●△ ●●●●● ●●●●● ★★★

19 金美夢 Sweetdream 108mm 獨立彈簧床褥 $1,807 袋裝彈簧 中國 18.1 190.5 91.5 16.5 ●●● ●●● ●●● ●●0 ●●●0 ●●●●0 正常 ●●●●0 硬 ●●● ●●●●0 ●●●△ ●●●●0 ●●●●● 不滿意 ★★★
20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C100 豪華薄裝床褥 $1,321 連鎖彈簧 中國 11.2 189.0 91.5 12.5 ●●● ●●●0 ●●● ●●● ●● ●●●0 清涼 ●0 硬 ●●●●● ●●●●● ●●● ▽ ●●●●● ●●●●● 不滿意 ★★★
21 貝特詩 Bedder Zleep 博健背床褥 Doctor Slim $1,746 袋裝彈簧 中國 15.9 190.0 90.0 16.0 ●●0 ●● ●●0 ●● ●●●● ●●● 清涼 ●●●●0 中度 ●●●● ●●● ●●●△ ●●●● ●●●●● 不滿意 ★★★
非彈簧床褥

22 Sinomax SC護脊床褥 SC Spinal Care Mattress $2,399 泡膠 中國 15.5 191.0 92.5 18.0 ●●●● ●●●● ●●● ●●0 ●●● ●●●0 溫暖 ●●●●0 硬 ●●●●● ●●●●● ●●●●● ●●●●● ●●●●● ★★★★
23 海馬牌 Sea Horse 殿堂床褥 Deluxe * $2,299 泡膠 中國 15.7 191.0 92.0 18.5 ●●● ●●●0 ●●● ●●● ●●● ●●●0 正常 ●●0 硬 ●●0 ●●●●● ●●●●● ●●●●● ●●●●● 不滿意 ★★★1
24 愛皇寶 Kingtex 愛麗絲舒適床褥 Alice Pressure Relief $1,388 泡膠 中國 7.2 190.0 90.5 12.5 ●●● ●●● ●●● ●●● ●0 ●●●●● 溫暖 ●●0 非常硬 ●● ●●● ●●●●● ●●●●0 ●●●●● ★★★
25 夢斯藍 Moncila 永久+健康床褥 Comfi + Healthi Mattress $1,200 泡膠 中國 13.9 192.0 92.5 16.0 ●●0 ●●● ●●● ●●● ●●0 ●●●● 溫暖 ●●●0 非常硬 ● ●●●●● ●●●●● ●●●●0 ●●●●● 不滿意 ★★★

註 ●/★愈多表示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或★。	 	

[1]	 除了樣本#12外，所有樣本訂購時的長度和闊度為6呎3吋x3呎，樣本#12的
長度為6呎。

	 *		床褥兩邊的硬度不一樣，一邊相對較軟，另一邊較硬。硬度測試顯示兩邊
硬度有分別，但評級均屬硬，測試用較軟的一邊進行。	

	 ** 產品附可拆除的原裝床墊。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巿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地區的零售商或不同推廣時間的
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3]	重量和床褥尺寸均由實驗室量得。	

[4]	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
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卧及側卧測試。	

	 仰卧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度，以及頭部、身
驅及腿部與特定位置的角度，從而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樣本上，拍
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計算樣本
承托身體的表現。	 	 	

[5]	用兩個半球體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樣本上施壓，量度床褥在兩個儀
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現。

[6]	在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和濕度(99%)
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面，儀器只可透過這表面透濕，10小時後量
度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反映樣本的透濕能力。

[7]	在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的儀器緊貼床
褥表面，其餘的表面盡量保溫，令只有接觸樣本的表面可散熱，量度
10小時內維持該儀器於37℃所需的總輸入電能，反映樣本的散熱/保
溫能力。	

[8]	用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被一個重17.5公斤的物件衝擊下引起的震動至
回復平靜的情況，模擬樣本於人體轉身時所受的影響。

[9]	參考歐洲標準EN1957，用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壓30,000次，檢視樣本
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以及使用後樣本的狀態，例如彈簧和組成床褥的
物料有否損耗等，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樣本硬度評級。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磨損。	 	
	 ▽	耐用測試後發現彈簧上的墊層捲起，引致部分厚度有變。	

[10]	煙頭測參考歐洲標準EN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11]	總評比重如下：	 	
	 承托表現	 47.5%
	 舒適度	 10.0%
	 耐用程度	 40.0%
	 防火能力	 2.5%
	 若樣本測試使用後的狀態不理想，總評會受局限。

選購及使用貼士
軟硬度沒有統一標準

床褥的軟硬度目前並沒有統一的標

準，事實上，人體感覺的硬度也是相對性

的。床褥並非越硬越好，過硬會令身體支點

壓力增加，可能妨礙身體部分位置的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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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床褥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產品資料 
[1]

大約
售價 
[2]

彈簧種類/
主要承托

物料

聲稱 
來源地

重量 
(公斤) 

[3]

尺寸（厘米）
[3]

承托表現 [4] 舒適度 耐用程度 [9] 防火能力 [10]

總評 
[11]

仰卧 側卧 腰部
承托 
[5]

透濕  
[6]

散熱 
[7]

穩定
程度  
[8]

硬度 
評級

軟硬度 
變化

厚度 
變化

使用後
的狀態

承托身體的變化
煙頭 小火焰

長度 闊度 厚度 女 男 女 男 仰卧 側卧

彈簧床褥

1 絲葆迪 Sleeprotex PX230護脊連鎖彈簧 Spinal Care $1,988 連鎖彈簧 中國 21.0 191.0 92.5 21.0 ●●●0 ●●●●0 ●●● ●●● ●●● ●●●● 清涼 ●0 硬 ●●●●0 ●●●0 ●●●●● ●●●●● ●●●●● ★★★★
2 斯林百蘭 Slumberland 俊雅 TempSmart PS 1200 Plus $5,775 不鎖口彈簧 馬來西亞 18.4 190.0 91.0 26.5 ●●●0 ●●0 ●●●0 ●●0 ●●●● ●●●●● 正常 ●●●●0 軟 ●●●●● ●●●●0 ●●●●● ●●●● ●●●●● ★★★★
3 澳美斯 Emmas Delight $1,767 連鎖彈簧 中國 17.9 190.0 91.0 15.0 ●●●● ●●●● ●●●0 ●●●0 ●●0 ●●●0 清涼 ●●0 硬 ●●●● ●●●0 ●●●●● ●●●●● ●●●●● ★★★★
4 睡康寧 Suzuranbed CEO-3 Mattress $2,025 連鎖彈簧 中國 22.5 190.0 91.5 24.0 ●●●●0 ●●●● ●●● ●●● ●●●0 ●●●●● 正常 ●●0 硬 ●●●0 ●●●0 ●●●●● ●●●●0 ●●●●● ★★★★
5 愛皇健 King Koil 護脊康健型床褥 Spinal Contour $3,110 連鎖彈簧 台灣 26.5 191.0 91.0 21.0 ●●●0 ●●●● ●●●0 ●●● ●●0 ●●●●● 清涼 ●●0 硬 ●●●● ●●●0 ●●●●● ●●●●● ●●●●● ★★★★
6 雅芳婷 A-Fontane 軟硬寶床褥 Soft- Hard Support * $2,062 連鎖彈簧 中國 20.5 190.0 92.0 15.5 ●●0 ●●●0 ●●●0 ●●● ●●● ●●●● 清涼 ●●0 硬 ●●●●● ●●●0 ●●●●● ●●●●● ●●●●● ★★★★
7 絲漣 Sealy 綽健 Fortune $4,800 不鎖口彈簧 中國 24.5 191.0 93.0 26.5 ●●●● ●●● ●●0 ●●●0 ●●● ●●●●● 正常 ●●●0 中度 ●●●0 ●●● ●●●●● ●●●●0 ●●●●● ★★★1
8 歐化寶 Ulfenbo 薄裝護脊床褥 Orthofirm Slim ** $2,210 連鎖彈簧 中國 15.5 189.0 90.5 14.0 ●●0 ●●● ●●● ●●● ●● ●●●●0 清涼 ●●0 硬 ●●●●0 ●●●0 ●●●●● ●●●●● ●●●●● ★★★1
9 寶富麗 Profilia 護脊寶 Spinal Support ** $1,946 連鎖彈簧 中國 18.8 190.5 92.5 17.5 ●●● ●●●0 ●●● ●●● ●● ●●●0 清涼 ● 硬 ●●●●● ●●●● ●●●●● ●●●●● ●●●●● 不滿意 ★★★1
10 紅蘋果 Red Apple 普普-I Popart I $1,393 連鎖彈簧 中國 14.7 191.0 91.5 14.5 ●●● ●●● ●●● ●●● ●●0 ●●●0 清涼 ●0 硬 ●●●●0 ●●●● ●●●●● ●●●●● ●●●●● ★★★1
11 鄧祿普 Dunlopillo Spring Harmony $3,600 連鎖彈簧 中國 18.9 191.5 91.5 21.0 ●●●0 ●●● ●●● ●●0 ●●●0 ●●●● 溫暖 ●0 中度 ●●●●0 ●●●● ●●●●● ●●●●0 ●●●●● ★★★1
12 The Boss 全護脊床褥 Charcoal Spinal Care $1,799 不鎖口彈簧 馬來西亞 15.7 183.0 92.0 15.5 ●●● ●●●0 ●●● ●●● ●●● ●●●●0 清涼 ●●0 硬 ●●● ●●●0 ●●●●● ●●●●● ●●●●● ★★★1
13 宜家家居 Ikea Böstad $1,790 袋裝彈簧 中國 18.7 190.0 92.0 23.5 ●●● ●●● ●●● ●●0 ●●●● ●●●0 正常 ●●●●0 中度 ●●0 ●●●●● ●●●●● ●●●●● ●●●●● 不滿意 ★★★1
14 蓆夢思 Simmons 丹佛 Beautyrest Denver $6,305 袋裝彈簧 中國 24.3 191.5 91.5 24.0 ●●●0 ●●0 ●●● ●●0 ●●●●0 ●●●● 正常 ●●●●0 中度 ●●●● ●●●●0 ●●●● △ ●●●●● ●●●●● ★★★1
15 富豪 Vono 輕脊型 Slender Supporter $1,705 連鎖彈簧 馬來西亞 14.6 190.0 91.5 13.5 ●●0 ●●● ●●● ●●● ●● ●●●●0 清涼 ●●0 非常硬 ●●●0 ●●●●● ●●●●● ●●●●0 ●●●●● ★★★1
16 雅蘭 Airland 薄裝奧迪護脊床褥Care-O-Pedic $1,698 連鎖彈簧 中國 17.7 190.0 91.0 18.0 ●●● ●●● ●●● ●●0 ●●● ●●● 正常 ●●0 中度 ●●●●● ●●● ●●●●● ●●●● ●●●●● ★★★1
17 美的夢 Nice Dream 之寶護脊床褥 Fortune $1,580 連鎖彈簧 中國 23.1 190.5 91.0 22.0 ●●●0 ●●●●0 ●●● ●●● ●●0 ●●●●0 清涼 ●0 硬 ●●●●0 ●●0 ●●●●● ●●●●0 ●●●●● 不滿意 ★★★1

18 喜居樂 Hekura 竹纖維超護脊獨立彈簧床褥 
Bamboo Back Care $1,684 袋裝彈簧 中國 25.0 190.5 92.0 21.5 ●●●0 ●●●0 ●●● ●●● ●●●0 ●●●● 清涼 ●●●●0 硬 ●●●● ●●●●0 ●●●△ ●●●●● ●●●●● ★★★

19 金美夢 Sweetdream 108mm 獨立彈簧床褥 $1,807 袋裝彈簧 中國 18.1 190.5 91.5 16.5 ●●● ●●● ●●● ●●0 ●●●0 ●●●●0 正常 ●●●●0 硬 ●●● ●●●●0 ●●●△ ●●●●0 ●●●●● 不滿意 ★★★
20 卡撒天嬌 Casablanca C100 豪華薄裝床褥 $1,321 連鎖彈簧 中國 11.2 189.0 91.5 12.5 ●●● ●●●0 ●●● ●●● ●● ●●●0 清涼 ●0 硬 ●●●●● ●●●●● ●●● ▽ ●●●●● ●●●●● 不滿意 ★★★
21 貝特詩 Bedder Zleep 博健背床褥 Doctor Slim $1,746 袋裝彈簧 中國 15.9 190.0 90.0 16.0 ●●0 ●● ●●0 ●● ●●●● ●●● 清涼 ●●●●0 中度 ●●●● ●●● ●●●△ ●●●● ●●●●● 不滿意 ★★★
非彈簧床褥

22 Sinomax SC護脊床褥 SC Spinal Care Mattress $2,399 泡膠 中國 15.5 191.0 92.5 18.0 ●●●● ●●●● ●●● ●●0 ●●● ●●●0 溫暖 ●●●●0 硬 ●●●●● ●●●●● ●●●●● ●●●●● ●●●●● ★★★★
23 海馬牌 Sea Horse 殿堂床褥 Deluxe * $2,299 泡膠 中國 15.7 191.0 92.0 18.5 ●●● ●●●0 ●●● ●●● ●●● ●●●0 正常 ●●0 硬 ●●0 ●●●●● ●●●●● ●●●●● ●●●●● 不滿意 ★★★1
24 愛皇寶 Kingtex 愛麗絲舒適床褥 Alice Pressure Relief $1,388 泡膠 中國 7.2 190.0 90.5 12.5 ●●● ●●● ●●● ●●● ●0 ●●●●● 溫暖 ●●0 非常硬 ●● ●●● ●●●●● ●●●●0 ●●●●● ★★★
25 夢斯藍 Moncila 永久+健康床褥 Comfi + Healthi Mattress $1,200 泡膠 中國 13.9 192.0 92.5 16.0 ●●0 ●●● ●●● ●●● ●●0 ●●●● 溫暖 ●●●0 非常硬 ● ●●●●● ●●●●● ●●●●0 ●●●●● 不滿意 ★★★

註 ●/★愈多表示該項目表現愈佳，最多5●或★。	 	

[1]	 除了樣本#12外，所有樣本訂購時的長度和闊度為6呎3吋x3呎，樣本#12的
長度為6呎。

	 *		床褥兩邊的硬度不一樣，一邊相對較軟，另一邊較硬。硬度測試顯示兩邊
硬度有分別，但評級均屬硬，測試用較軟的一邊進行。	

	 ** 產品附可拆除的原裝床墊。	 	 	

[2]	本會於出版前由巿場調查所得的售價，不同地區的零售商或不同推廣時間的
售價會有差異，只供參考。	 	

[3]	重量和床褥尺寸均由實驗室量得。	

[4]	由兩名不同體重及身型的男女進行測試，先在簇新的床褥樣本進行仰臥及
側臥測試，樣本經耐用測試後，再次進行仰卧及側卧測試。	

	 仰卧時，量度身體不同部位令床褥樣本受壓下陷的幅度，以及頭部、身
驅及腿部與特定位置的角度，從而計算樣本承托身體的表現。	

	 側卧時，先在人體背部腰脊柱位置劃定5點，然後側卧床褥樣本上，拍
照後，量度和計算該5點位置和床褥水平的角度和距離，從而計算樣本
承托身體的表現。	 	 	

[5]	用兩個半球體模擬臀部及肩膀於床褥樣本上施壓，量度床褥在兩個儀
器之間的位置的高低水平，從而評估樣本承托腰部的表現。

[6]	在37℃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和濕度(99%)
的含水分儀器緊貼床褥表面，儀器只可透過這表面透濕，10小時後量
度儀器流失水分的總重量，反映樣本的透濕能力。

[7]	在0℃及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下，用模擬人體體溫37℃的儀器緊貼床
褥表面，其餘的表面盡量保溫，令只有接觸樣本的表面可散熱，量度
10小時內維持該儀器於37℃所需的總輸入電能，反映樣本的散熱/保
溫能力。	

[8]	用視波器檢視床褥樣本被一個重17.5公斤的物件衝擊下引起的震動至
回復平靜的情況，模擬樣本於人體轉身時所受的影響。

[9]	參考歐洲標準EN1957，用滾筒在床褥樣本來回壓30,000次，檢視樣本
的軟硬度和厚度變化，以及使用後樣本的狀態，例如彈簧和組成床褥的
物料有否損耗等，又按量得的數據為床褥樣本硬度評級。

	 △	部分包着彈簧的外層物料遭彈簧磨損。	 	
	 ▽	耐用測試後發現彈簧上的墊層捲起，引致部分厚度有變。	

[10]	煙頭測參考歐洲標準EN597-1檢測。	 	
	 小火焰測試參考歐洲標準EN597-2檢測。	
	 本港法例下，家用床褥只須通過煙頭測試，毋須通過小火焰測試。	
	 ：滿意	 	

[11]	總評比重如下：	 	
	 承托表現	 47.5%
	 舒適度	 10.0%
	 耐用程度	 40.0%
	 防火能力	 2.5%
	 若樣本測試使用後的狀態不理想，總評會受局限。

環，令用者感到不舒服；過軟則可能腰部承

托力不足，容易令腰背姿勢不佳，長期使用

易出腰背毛病。每人對軟硬度的感覺、喜好

以至睡眠習慣均不同，身型體重亦各異，用

者宜參考床褥的硬度評級，再按個人意向

選擇軟硬度配合自己身型和體重的型號。

親身試睡

選購時不要只用手試按幾次或坐

於床邊來判斷床褥的軟硬。現時不少店舖

都容許顧客試睡，不要白白放棄試睡的權

利。試睡時最好預留充足的時間（例如半

小時）及穿上鬆身衣服，試用常用的睡姿，

例如仰卧、側卧或轉身數次，留意床褥給

身體各部位的貼服及舒適程度。

若選購雙人床，不妨帶伴侶一起試

睡，由重的一方轉身數次，讓另一方感受床

褥的震動是否可接受，會否影響安睡。有

時候兩個人對床褥的接受程度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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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馬牌 Sea Horse

$2,299

23
總評：★★★1

硬度：硬

平時都是自己整理床鋪。通常

睡完這邊，再睡那邊，待另一

邊的床褥恢復彈力；但不會花

時間打理或保養床褥，床褥太

重了，一個人很難把床褥前後

對調或上下翻轉。

封面專題

選擇指 南
 測試的單人彈簧床褥中， 「絲葆迪」 （#1，$1 ,988）、 「斯林百

蘭」 （#2，$5,775）、「澳美斯」（#3，$1,767）、「睡康寧」（#4，

$2,025）、「愛皇健」 （#5，$3,110）及「雅芳婷」（#6，$2,062）的總評分

同是4星，非彈簧床褥則以「Sinomax」 （#22，$2,399）獲最高的4星總評分。

不同型號的床褥樣本在不同測試環節表現各異，由於各人身型、體重、睡眠習慣

不盡相同，消費者宜按自己的需要親身試睡後再作選擇。

如家中面積容許，或可考慮將兩張不同物

料的單人床褥合併起來使用。

用於子母床或雙格床須注意厚度

單人床褥一般較輕身，更換床單或

床罩，或將床褥前後對調讓其通風透氣，

都較輕鬆。當用於某些特別的床，要留意厚

度是否合適，例如用於「子母床」（trundle 

beds）的下層，厚度適中的單人床褥方便

拉動較薄的床，及確保可推回床架內；而放

置於雙格床上層，則要避免床褥過厚，以

免令用者起床時頭部容易觸碰天花板。

保用期差別大

大部分彈簧床褥的供應商都提供保

用期（warranty）或保養期，不過部分須消

費者填寫及寄回資料。保用期由3年、5年、

10年、15年至最長25年，較普遍的為10年，

由於保用的內容不盡相同，消費者不應只

着眼於年期。有產品說明在保養期內如出

現結構問題，例如彈簧損壞或斷裂，有關

製造商或代理商可負責維修或更換有問題

的結構部分。亦有保用服務註明送貨日起

夢斯藍 Moncila

$1,200

25
總評：★★★

硬度：非常硬

愛皇寶 Kingtex

$1,388

24
總評：★★★

硬度：非常硬

Sinomax

$2,399

22
總評：★★★★

硬度：硬

非彈簧床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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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褥投訴多關乎質量
 本會去年收到約100宗有關床褥的投訴，當中超過四成投訴有關床褥的質

素，其餘則涉及維修及保養服務和送貨延誤等。關乎床褥質素的個案有聲稱床

褥發現昆蟲、發霉、有氣味、尺寸不符、用後床褥出現下陷等。床褥產品一般

有保用期，消費者遇到質素問題應盡快聯絡廠商跟進和處理；不過製造商亦會

列明保用和一般不受保用的項目，消費者應留意有關細節及資料，有需要時據

理力爭。

 訂購床褥要留意床褥的大小是否可通過狹窄的樓梯或門框闊度及位置，尤其

是沒有升降機直達的地方，例如村屋。由於床褥體積大和較重，一般不能馬上取

貨，由貨倉提取適當的型號再安排運輸編配送貨日期，等候期可能長達7天或以

上，而實際送達時間亦需視乎當日交通及運作情況，消費者宜留下聯絡電話及要

求送貨前先以電話聯絡，亦要有心理預備要等待若干時間，貨到後要立即檢查清

楚貨品才簽收。若住所升降機不能直達，需另付搬運及樓梯費，而若需要協助棄

置舊床褥，也可能需額外收費，消費者訂購前要問清楚有關收費和安排，避免貨

到時的爭拗。

計指定日期內負責維修或更換彈簧床褥，

其後的修理或更換費用，則可能按舊床褥

購買時的訂價、使用年期及保養期等計算，

或可能按新床褥訂價的若干百分比再乘以

售出年期計算，計算方法不一。

此外，保用條款一般都會列出不包括

的事項：

● 個人對床褥軟硬或舒適程度的喜好

● 床褥棉墊層受身體力度造成的正

常壓縮（厚度通常減少）

● 床褥使用不當，例如有塗污、染

色、人為損害或保養不當所造成的耗損，包

括坐在床緣上、摺疊或扭曲床褥或在床褥

上跳躍等

● 床褥表面布料或床側的定型鋼絲

● 床褥手挽

● 床褥因選用承托力欠佳的床架或

床架尺碼不符而引致的損耗

● 與保用服務相關的運輸、檢查及

搬運費用等。

如床褥有問題而需要聯絡供應商或

製造商提供維修或售後服務，消費者宜提

供或出示保用證及/或購物發票，方便有關

公司跟進。

如何保養床褥？

無論是彈簧或非彈簧床褥，睡久了都

可能出現局部下陷、不易恢復彈性，而且人

體排出的濕氣或汗水可能弄髒床褥內襯墊

或令材料發霉或變色等。建議在床褥外套

上床褥保護墊，並定時清洗保護墊去除異

味濕氣，保持衞生。

此外，最好每三數個月將床褥前後

對調或上下翻轉（未必適用於面層有軟墊

的型號pi l low-top），這樣循環反覆可讓

濕氣排出，也讓長時間受壓的地方回復彈

性。將床褥置於陰涼通風處或用抽濕機保

持床褥乾爽，有助保持床褥清潔。

廠商意見
「斯 林百 蘭」（# 2）及「富 豪」

（#15）的代理商表示其製造商不同意本

會檢出其產品墊層的數量及各墊層的密

度數值，又指「富豪」（#15）的彈簧名稱

為「Intalok」（連鎖彈簧的其中一款），因

該型號為薄裝，較適用於雙格床（bunk 

beds）及供孩童使用，該公司認為因為厚

度有差異，該型號的測試結果不能與較

厚的床褥比較。（本會按：本會委託的實

驗室複查後認為有關樣本的墊層數量及

各墊層密度數值與廠商聲稱的規格的相

差在可接受範圍內，另表示床褥的承托及

耐用程度與床褥物料的品質有關，床褥

的厚薄不會影響承托及耐用表現，又指即

使薄至7厘米的床褥，其耐用性也可以非

常好。）

「絲漣」（#7）的代理商表示彈簧床

褥的身體承托功能除了取決於彈簧數量，

還要視乎彈簧的物理性能如構造、形狀、

功能設計、高度、圈數、鋼絲粗幼等。

「歐化寶」（#8）的代理商表示其產

品提供床褥保護軟墊，可加強舒適度和較

衞生。

「The Boss」（#12）的代理商表示

其製造商不同意本會檢出其產品墊層的數

量及各墊層的密度數值。（本會按：實驗室

複查後認為有關樣本的墊層數量及各墊

層密度數值的相差在可接受範圍內。）

「宜家家居」（#13）的代理商表示

該產品已通過大部分國家及本港要求的

煙頭測試，小火焰測試並不適用於香港

法例。

「蓆夢思」（#14）的代理商表示送

貨時附上產品保用證及保養床褥的方法

說明。

「金美夢」（#19）的代理商表示，

如在保養期內床褥的彈簧出現損壞或斷

裂現象，該公司會負責維修或更換床褥

彈簧。

「貝特詩」（#21）的代理商表示其產

品的厚度為14厘米，採用微細的獨立袋裝

彈簧，厚度較薄，較適合需要薄身及軟床

褥的人士。該公司又認為本會將厚和薄的

床褥以同樣方式測試比較，測試結果可能

有很大差異。（本會按：實驗室表示床褥

的承托及耐用程度主要與床褥物料的品質

而非厚薄有關。）




